
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2021年临床医技招聘计划（更新）
临床科室

序
号 科室 岗位 招聘

人数 专业要求 学历
要求 其他条件

1 综合科 医师 3 心血管内科、呼吸内
科、内分泌科 硕士

2 血液内科

医师 4 血液专业 硕士

技师 1 临床检验诊断学、医
学检验 硕士 ▲有工作经验者优先

3 心血管内科 医师 8 内科学（心血管病方
向） 硕士

4 ※全科医疗科 医师 2 内科学、全科医学 本科及
以上

5 ※胸外科 医师 2 外科学 本科及
以上

6 ※心脏大血管外
科 医师 4 外科学 本科及 

以上

7
※泌尿外科二病
区（肾移植病

区）

OPO专
职医师 2 外科学 硕士 ▲英语四级

▲有器官移植工作经验者优先

8
※烧伤创面修复
整形外科、医学

美容外科

医师 2 外科学、烧伤外科、
整形外科

本科及 
以上

▲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优先
▲三甲医院烧伤外科工作经验
优先

技师 1 医疗美容 专科及
以上

9 ※麻醉科 医师 8 麻醉学 硕士

10 脊柱骨病外科 医师 3 外科学（骨科方向） 硕士 ▲有工作经验者优先

11 血管介入科 医师 4
外科学(血管外科方向
、心脏大血管外科方

向）
硕士 ▲有介入手术经验者优先

12 肝胆胰外科 医师 5 外科学 硕士 ▲年龄要求：30周岁以下

13 ※急诊内科 医师 10 急诊医学、重症医学
、内科学

本科及
以上

▲三甲医院急诊内科或重症医
学科工作经验者优先



临床科室
序
号 科室 岗位 招聘

人数 专业要求 学历
要求 其他条件

14 口腔颌面外科 医师 2 口腔外科 硕士

15 康复医学科 技师 4 康复治疗学 本科及
以上 ▲获得治疗师证优先

16 康复治疗部 医师 1 中医学、针灸学 硕士 ▲有临床工作经验者优先

17 皮肤性病科、美
容皮肤科 医师 1 皮肤性病学、皮肤外

科 硕士

18 临床营养科

医师 1 内科学 硕士

技师 1 食品卫生与营养专业 本科及
以上

19 ※感染性疾病科 医师 1 临床医学 本科及
以上

20 ※儿童康复科

医师 2 康复医学、儿科学 本科及
以上

技师 5 康复治疗学 本科及
以上

▲有专业技术资格证优先
▲有儿童康复工作经验优先

教师 2 特殊教育、学前教育 本科及
以上

▲有教师资格证优先
▲有特教、幼教工作经验优先

21 ※产科 医师 10 妇产科 本科及
以上

▲需有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
证书

22 优生遗传科 医师 1 妇产科专业、妇科肿
瘤、妇科内分泌

本科及
以上

▲证书：有母婴保健技术考核
证书（助产资质证），取得中
级及以上职称
▲经验：有产科5年及以上从业
经验
▲技能：独立熟练完成剖宫产
手术、宫颈环扎术等产科技能
▲其他：有母婴保健技术考核
合格证书（产前诊断证）

23 重症医学科二病
区 医师 2 重症医学、麻醉学、

内科学、外科学 硕士



医技科室

序
号 科室 岗位 招聘

人数 专业要求 学历
要求 其他条件

24 ※超声科 医师 3 临床医学、影像学 本科及
以上

▲超声医师3人：其中超声科方
向2人、体检中心方向1人

25 ※放射科

医师 2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硕士

技师 2 临床医学、医学影像
学

本科及
以上

26 ※放射科介入室

医师 1 介入专业 硕士

医师 2 临床医学、医学影像
学

本科及
以上 ▲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优先

技师 1 临床医学、医学影像
学

本科及
以上

27 ※病理科

医师 2 临床病理 本科及 
以上

技师 1

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
、生物技术、生命科
学、医学检验、病理

技术

硕士 ▲985或211学校优先
▲有相关工作经历者优先

28 ※输血科

医师 1 临床医学 本科及 
以上 ▲有外科科室工作经验者优先

技师 1 医学检验 大专及 
以上

▲有执业医师证、检验技师证
者优先


